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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蓄冷空调运行经济性计算机分析系统的程序设计特点及主要功能。

这套软件是一个标准的 Windows 程序 ,可计算出各种冰蓄冷系统与相应常规系统的逐时

耗电量、电费及全年运行费用 ,并以图表的方式对两种系统的经济性作出综合的比较 ,使

用户对冰蓄冷系统的优点有一个全面、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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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蓄冷空调系统本身并不一定节电 ,但它的移

峰填谷作用将对电力供应和生产带来显著效益 ,

其具体表现在 :移峰填谷使电网供电平衡 ,可降低

输、配电损失 5 %～18 % ;充分利用移峰电力 ,可

使发电的热质效率提高约 25 % ;稳定用电 ,使功

率因数改善 ,可节电 1 %～2 % ;由于削峰 ,避免了

为几个小时的尖峰负载而新建电厂 ,以上数据表

明广泛采用蓄冷空调相当于新建了几座“不耗能

源”的发电厂。

目前 ,国内外用于空调工程的蓄冷方式主要

有水蓄冷、冰蓄冷、共晶盐蓄冷及气体水合物蓄冷

等几种方式 ,其中应用得较广泛的是水蓄冷和冰

蓄冷。水蓄冷是利用低温水蓄冷 ,蓄冷水的机组

运行条件与常规冷水机组相同 ,蓄冷系统不会对

空调机组产生不利影响 ,技术简单 ,设备投资小 ,

但由于它是显热储能 ,蓄冷密度低 ,占地空间大 ,

不易在城市中获得广泛应用。冰蓄冷是利用凝固

潜热蓄冷。理论上冰可以比同样体积的水蓄冷量

多出十几倍 ,蓄冷密度高 ,较低的释冷温度使泵和

风机的容量减少 ,能耗降低。但是 ,由于蓄冷机组

在蓄冷时工作在制冰工况 ,其效率较低 ,而且蓄冷

和释冷都必须用不冻液循环。其技术较复杂 ,投

资及运行费用比水蓄冷高。冰蓄冷系统一般采用

载冷剂循环式 ,其载冷剂通常为 25 %～30 %的乙

烯乙二醇水溶液。目前 ,冰蓄冷中应用较多的是 :

内融冰蓄冷系统和封装冰蓄冷系统。

为了对冰蓄冷系统与常规系统在运行方面的

经济性进行比较 ,以充分体现冰蓄冷系统在节约

运行费用、“移峰填谷”及减少设备容量等方面的

作用 ,使用户对冰蓄冷系统的运行特点有一个全

面、直观的了解 ,我们设计了蓄冷空调运行经济性

计算机分析系统。

2 　系统设计特点

211 　程序采用的语言及设计方法

程序中有较多的数据及图表 ,为了使软件界

面友好 ,操作简便 ,故编制基于 Windows95 的应用

程序。因此 ,采用了微软的 Visual C + + 作为程序

设计的主体语言。Visual C + + 是一个用 C/ C +

+ 语言开发 Win32 应用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包

含了开发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完整工具集 ,功能

非常强大 ,可视化编程和面向对象技术是它的两

大特点 ,是当前设计 Windows 应用程序最为流行

的软件之一。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是与传统的结构化

程序设计有较大区别的 ,它是结构化 ,信息隐蔽 ,

知识表示 ,并行处理领域等概念的继承和发展。

它的特点是把系统设计成将所需求解的问题分解

成一些对象及对象间传递消息的符合客观世界规

律的自然的过程。面向对象方法使程序员摆脱具

体数据格式和过程的束缚 ,将精力集中到对要处

理的对象的设计和研究上 ,从而大大减少了开发

的复杂度。

Visual C + + 内含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是微

软基本类库 (MFC) 。MFC 就是 C + + 类集 ,它封

35Vol . 29 ,No. 3 ,2001 　　　　　　　　FLUID MACHINERY　　　　　　　　　　　　　　　　

Ξ 收稿日期 :2000 —10 —12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装了为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编写的应用程

序的函数 ,是一种称为应用程序框架的软件组成

部分。其实质是一组已经编写好的标准功能子模

块 ,含有专有的属性和函数。编程人员可直接使

用 ,也可使用在其基础上派生出的实例。MFC 为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开发提供了一种面向对象的

手段 ,使得开发过程比直接使用 Windows API 更

为容易。MFC中的各种类结合起来构成了“应用

程序框架”,建立 Windows 下的应用程序是基于这

个框架而进行的。总的来说 ,MFC 定义了应用程

序的轮廓 ,并提供了用户接口的标准实现方法。

程序员编程中的任务就是向这个轮廓中填充具体

应用程序所特有的部分。

Visual C + + 之中还有三个必须用到的实用

工具 :App Wizard、App Studio 和 Class Wizard。其

中 ,App Wizard 是一个应用程序框架生成器 ,利用

它可生成一个使用 MFC类库的、有着主消息循环

系统的 Windows 应用程序的基本框架 ,但这个程

序什么也不会做 ,需要编程者提供应用程序特有

的源代码 ,并定义它们需要对哪些消息和命令做

出响应 ,从而把这些组件连接起来。App Studio 是

一个资源编辑器 ,利用它可建立并编辑各种程序

资源 (Resources) ,所谓资源是指那些界面对象 ,如

菜单、对话框、位图、串表等。而 Class Wizard 是一

个用来建立新的类 ,并把消息映射成类成员函数 ,

或把控件映射的类成员变量的交互式工具 ,它的

任务主要有 :连结函数与界面资源 ,并使其能正常

工作 ,如为对话框等资源建立新类 ;为对话框类增

加成员变量 ;连结用户界面对象与消息处理对象

等。

编写程序的整个过程就是用 App Wizard 创建

一个初级应用程序的文件 ,以此为开端 ,再用 App

Studio 直观设计用户接口部分。再利用 Class Wiz2
ard 把这部分链接到代码中 ,最后用类库实现应用

程序特定的逻辑。本软件就是一个基于 MFC 的

单文档界面 (SDI) 的应用程序 ,并在编辑中充分利

用了上述各项工具。

212 　程序核心算法

冰蓄冷系统耗电量的计算是程序中最核心的

数据计算。只有计算出各时间段的耗电量 ,才可

以进一步计算出各时间段的电费、全年运行费用、

电力报装费、移峰率等相关数据 ,并绘出相应的图

表。

蓄冰系统的耗电量主要由双工况主机耗电

量、主机辅助设备、负载端泵耗电量等构成 ,若系

统中设有基载主机 ,则总耗电量中还应该包括基

载与基载辅设备耗电量。其中 ,辅助设备包括冷

冻泵 (溶液泵) 、冷却泵和冷却水塔。

由于建筑物在不同时刻所需的冷负荷以及设

定的储、释冰量是不同的 ,则双工况主机与基载主

机不同时刻相对应的制冷量是不同的 ,并且运行

台数也要受到影响 ,而各种泵及冷却塔的运行台

数要依赖于主机的运行台数或管道流量。因此 ,

对于系统的耗电量要分清不同情况 ,逐时地进行

分析计算。

3 　系统主要功能及其操作步骤

现以某工程为例 ,对程序主要功能及其操作

步骤进行说明 :

图 1 　确定建筑物冷负荷对话框

图 2 　确定设备容量对话框

(1) 用户在图 1 中输入建筑物所需冷负荷 ,并

选择工程所在地区 ,然后单击下一步 ,进入设备选

择对话框 (图 2) ,分别输入常规系统与蓄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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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设备参数。当用户选定的设备容量过小而

不能满足冷负荷的需要时 ,程序会发出警告 ,提醒

用户进行修改。

(2) 程序根据前两步所输入的数据自动计算

出储冰时刻及用电高峰时刻所需的释冰量 ,给出

对话框 ,用户还可以自行调整 ,如用户输入的释冰

量大于储冰量 ,程序会发出警告 ,用户可作出适当

修改 ,还可单击上一步 ,对前两步的数据进行修

改 ,若初始数据配置正确 ,单击完成 ,程序进入主

界面 (图 3) 。

图 3 　主界面

(3) 单击主界面屏幕上的按扭 ,分别显示蓄

冰、蓄冰且供冷、融冰且供冷和单融冰四种蓄冰系

统运行模式流程图及系统说明。

(4) 单击主界面运行策略按扭 ,进入蓄冷系统

运行策略图 (图 4) ,图形可清楚地、直观地显示蓄

冷系统的运行策略 ,并在右边窗口列出融冰数据。

图 4 　蓄冷系统运行策略

(5) 显示蓄冷系统与常规系统逐时耗电量比

较表及曲线 (图 5、6) ,由于实际运行时建筑物所

需冷负荷常常只是设计时全冷负荷的一部分 ,因

此用户可以分别选择显示 100 %、80 %、60 %及

40 %冷负荷时的耗电量比较表及曲线。从比较表

中可以看到蓄冷系统的逐时耗电量最大值比常规

系统的逐时耗电量最大值小许多 ,这将使电力报

装费大为减少 ,而曲线图更直观地显示了蓄冷系

统“移峰填谷”作用。

图 5 　系统逐时耗电量比较表

图 6 　系统逐时耗电量比较曲线

图 7 　北京地区电价情况

(6) 由于不同地区电力政策不同 ,用户可以选

择工程所在地区 ,查看不同地区的电价及电力报

装费情况 ,并可对某地区电价根据最新情况进行

修改。图 7 为北京地区电价情况。

(7) 在选择了工程所在地区后 ,用户可分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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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显示 100 %、80 %、60 %及 40 %冷负荷时 ,显示

蓄冷系统与常规的电费比较表及曲线 (图 8、9) 。

从图 8、9 可以看到蓄冷系统的日运行费用总是小

于常规系统 ,分时电价起了经济作用。

图 8 　系统逐时电费比较表

图 9 　系统逐时电费比较曲线

图 10 　运行天数设置

(8) 对各冷负荷比率相应的运行天数进行配

置 ,如图 10 所示 ,程序列出蓄冷和常规两种系统

的全年运行费用图表如图 11。从图 11 中可以看

到 ,蓄冷系统的全年运行费用比常规系统少得多。

图 11 　系统的全年运行费用比较

(9) 蓄冷系统与常规系统的运行经济性比较

结果如图 12 ,图 12 列出了蓄冰系统相对于常规系

统的制冷设备容量减少率、电力高峰削减率、电力

报装容量及费用减少量和年运行费用节约量等数

据 ,使用户对蓄冰系统的优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图 12 　系统经济性比较

(10) 用户可随时对各项初始数据进行修改 ,

并可将数据存入磁盘或从磁盘中调入其它工程的

数据。软件还支持打印功能。此软件为标准

Windows 程序 ,程序必须在中文 Windows95 及后续

版本的环境下使用。为了避免运行时图象出现错

位或有色差 ,需保证系统的“显示器属性”中的字

体大小设置为小字体 ,颜色设置为 16 位色。

4 　结论

(1) 本文介绍的蓄冷空调运行经济性计算机

(下转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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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进气阀 ,理论计算的起始角与实测的起

始角符合得很好。而对于终止角 ,理论曲线比实

测曲线略有延迟。并且这两种曲线都出现了滞后

关闭的现象。理论曲线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阀片的弹性模量较小 ,阀片过软。实测曲

线滞后关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油粘力的作用以及

气体的压力波动造成的。

对于排气阀 ,理论计算的起始角与实测的起

始角也较好地符合。而对于终止角 ,实测曲线在

阀片关闭的最末段出现了一个小波动 ,这主要可

能是由于压力的波动造成的 ,因为此时阀的升程

已比较小 ,因而此现象对阀的效率影响不是很大。

图中理论曲线出现了阀片升程随转角强烈波动的

现象 ,这恰好反映了簧片阀的特点。在理论计算

中 ,考虑了速度反弹而未考虑油粘力的作用。实

际情况下 ,油粘力是存在的 ,因而实测曲线在阀完

全开启后升程变化比较平缓。

可以得知 ,阀片的弹性模量是影响阀工作效

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加阀片的弹性模量能增加

其刚度 ,可以防止阀延迟关闭 ,从而避免气体倒

流。但过大的弹性模量会增加阀片的碰撞剧烈程

度 ,增加阀的开启时间 ,减小阀的有效通流面积。

因此 ,在实际运用中 ,应谨慎选取阀片 ,以保证阀

达到良好的工作状态。

6 　结束语

簧片阀现广泛用于制冷等小型压缩机上 ,提

高阀的工作效率 ,改善其工作性能 ,是目前制冷压

缩机行业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利用一个简单而

又比较好的模型对气阀的工作过程进行了数学模

拟 ,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计算结

果表明 ,模型能良好地反映气阀实际运动规律 ,它

也能为处理类似问题的复杂计算模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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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系统软件有一定实用性 ,它既可对实际工程

中的冰蓄冷系统的经济性进行概算 ,作为应用软

件使用 ;又能与相应的常规系统进行比较 ,作为数

学及商业演示软件使用。

(2) 软件用 Visual C + + 411 版编程 , 采用

MFC的单文档界面 ,遵照 Win32 规程开发 ,全 32

位代码 ,兼容性和扩充性较好。

(3) 软件中所列的地区电价有些只是当时值 ,

用户可以根据当地最新电价进行更正。

(4) 程序可根据冷负荷与设备容量计算出逐

时的冰负荷 ,在此基础上 ,用户可以对某些点的冰

负荷进行调整 ,程序对相应冰负荷重新计算 ,界面

友好 ,人机对话方便。

(5) 程序的很多功能还有待扩充和完善 ,软件

的通用性还可以提高 ,使程序可对不同配置的蓄

冰系统经济性进行比较。

(6) 冰蓄冷技术相对于普通的制冷技术来说 ,

还是一门较新的技术 ,它的很多优点大多数人还

不太了解 ,相信通过使用本软件 ,可对蓄冰技术的

主要特点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希望此软件对蓄冷

技术的推广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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